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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醫療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函

上D么．9 . 2 謬

地址 ：雲林縣斗六市府東街 41 號

聯絡人及電話 ：林芷綰 （05 ) 5327087

傳真電話 ：( 05 ) 5348550

受文者 ：臺中市大臺中醫師公會

發文日期 二中華民國 105年 9 月 22 日

發文字號 “( 105）雲縣醫職工會字第 032 號

速別 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：

附件 ：如主 旨

一 －開．‧‧．攝‧昌‧．■州‧“.

徒辦意覓’斗闈方亂

－ 一 －‧“開‧‧口．．‧劉劉‧，－一 ”一’

叮不汗亡不
      為

蘊再事 叮 1

被＇件 � -
辦J里情形‘

主 旨：本會僅訂於 105年 10月 16 日（星期日）舉辦 「台灣醫療勞

        動人權研討會」，檢附活動海報 ，敬請協助公告研討會訊

        息 ，請查照 。

說 明 ：

    一 、活動時間 ：105 年 10 月 16 日（星期日）9 : 00一15: 40 。

    二 、活動地點 ：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人若瑟醫院 llF 學術講

                  堂 （雲林縣虎尾鎮新生路 74號）

  三 、活動內容 ：本活動將以 「論文發表」及 「綜合討論」方式

                  舉辦 ，請鼓勵對活動有興趣者踴躍報名參加 。

  四 、報名方式 ：即日起開始報名採 ，網路報名方式 ，詳情請見

                  網址：血凶必旦劉翅互墾旦或掃描海報上之 QR

                  C○DE進入報名網站逕行報名參加 。
正本 ：雲林縣政府 、雲林縣衛生局 、國立中正大學 、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、國立虎尾科技

      大學 、環球科技大學 、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雲林基督教醫院 、國立成功大學

      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 、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、中國醫藥大

      學北港附設醫院 、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雲林長庚紀念醫院 、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

      人若瑟醫院 、台灣醫療勞動正義與病人安全促進聯盟 、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



      合會 、台北市醫師公會 、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 、社團法人新北市醫師公會 、

      宜蘭縣醫師公會 、暮隆市醫師公會、桃園市醫師公會 、新竹市醫師公會 、新竹縣

      醫師公會、苗栗縣醫師公會、社團法人臺中市醫師公會、臺中市大臺中醫師公會、

      彰化縣醫師公會、南投縣醫師公會、社團法人雲林縣醫師公會、嘉義市醫師公會、

      嘉義縣醫師公會、社團法人台南市醫師公會、社團法人高雄縣醫師公會 、屏東縣

      醫師公會、澎湖縣醫師公會 、花蓮縣醫師公會 、台東縣醫師公會 、金門縣醫師公

      會 、連江縣醫師公會 、社團法人雲林縣護理師護士公會 、雲林縣助產師助產士公

      會 、雲林縣物理治療師公會 、雲林縣職能治療師公會 、雲林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、

      雲林縣醫事檢·驗師公會 、雲林縣營春師公會 、雲林縣中醫師公會 、雲林縣牙醫師

      公會、雲林縣藥師公會、雲林縣藥劑生公會、雲林縣臨床心理師公會 、雲林縣牙

      體技術師公會 、雲林縣齒模製造技術員公會 、雲林縣語言治療師公會 、中華民國

      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診所協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基層醫療

      協會、中華民國基層醫師協會 、雲林縣職業總工會 、台灣醫療產業工會 、嘉基體

      系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關係企業工會、雲林縣西藥服務職業工會、為恭紀念醫院。

副本 ：本會存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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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台灣醫療勞動人權研討會」 

一、目的：為提升醫療服務人員勞動權益，研議醫師納入勞基法。台 

灣醫師在現今的醫療體系下，面臨了超長工時的處境。《勞

動基準法》彰顯的是對於勞動人權的普遍重視，考量到勞

工必須有充分時間休息以持續地以勞務換取報酬，故有最

高工時的規範，也規定了超時工作必須獲得更高額度的加

班費用。故醫師納入勞基法，是對於醫事勞工的尊重與體

恤，亦是對於病人更深一層的保障。另，勞基法針對職災

補償、解雇、退休金與勞動檢查等方面，更有嚴格而具體

的保障。醫師在職場上蒙受職業災害並非罕見，有了勞基

法的規定，勞工依法請領補償，也減少勞資雙方纏訟之累，

保障勞資雙方之基本權益。 

二、主辦單位：雲林縣醫療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

三、承辦單位：國立中正大學 

四、指導單位：衛生福利部、勞動部、雲林縣政府 

五、協辦單位：立法委員劉建國辦公室、立法委員蘇治芬辦公室、雲

林縣政府勞工處、雲林縣衛生局、雲林縣小英之友協

會、雲林縣職業總工會、社團法人雲林縣醫師公會、

雲林縣診所協會、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人若瑟醫院 

六、時間：民國 105 年 10 月 16 日（星期日） 
上午 9：00 至下午 15:40 

七、地點：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人若瑟醫院 11F 學術講堂 
(雲林縣虎尾鎮新生路 74 號) 

八、參加對象、人數：對醫療勞動人權研討會有興趣者，200 人。 

九、內容：（詳述活動進行方式及流程） 



「台灣醫療勞動人權研討會」議程 
一、 時間:民國 105 年 10 月 16 日(星期日)上午 9 時至 15 時 40 分 

二、 地點: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人若瑟醫院 11F 學術講堂 

時間 活動內容/研討主題 

09：00-09：30 報到 

09：30-10：00 開幕致辭部長、縣長、委員、校長 

10：00-10：50 

第一場 

醫療政策及醫療勞動政策之展望 

主持人: 馬財專教授(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) 

報告人: 胡方翔主任（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） 

報告人: 林佳和副教授（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） 

與談人: 衛福部長官 

綜合討論 

10：50-11：00 茶敘、休息 

11：00-11：50 

第二場 

醫院的職災與過勞問題 
主持人: 王安祥教授(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) 

報告人: 詹淳淇律師(醫勞盟律師及副秘書長) 

報告人: 陳秋蓉副署長(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) 

與談人: 林良榮助理教授（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） 

綜合討論 

11：50-13：00 午餐、休息 

13：00-13：50 

第三場 

醫師納入勞基法之研討 
主持人: 藍科正副教授(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) 

報告人: 蔡秀男醫師(高雄市立聯合醫院) 

報告人: 張振平副教授(長榮大學) 

與談人: 鄭津津教授(國立中正大學法律系)  

綜合討論 

13：50-14：00 茶敘、休息 

14：00-14：50 

第四場 

醫療職業工會實務研討 
主持人: 林淑慧副教授(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) 

報告人: 趙麟宇理事長(嘉基體系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關係企業工會) 

報告人: 吳欣席理事長(社團法人雲林縣醫師公會) 

報告人: 許騉洪理事長 (雲林縣職業總工會)  

與談人: 吳昭軍局長(雲林縣衛生局)  

綜合討論 

14：50-15：00 茶敘、休息 

15：00-15：30 綜合座談勞工，資方，政府部門與學者 
15：30-15：40 閉幕式 

 




